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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网联汽车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变革趋势下产生的一种新兴产业形态。由于体现为跨行业多领域新技术的
深度交叉融合，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化发展必定能带动相关行业的协同进步，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由
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转变。本文阐述了建设汽车强国的本质内涵以及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对建设汽车强国的意义，分析了中
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具备的基础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以智能网联汽车为载体的建设汽车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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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ICV), a trendy and promising industry form, has ev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nefiting from the disciplinary crossing and integr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related industries will be witnessing a collaborative growth throug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CVs. China, as the most productive
nation in terms of automobiles in the world, desir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ation, thu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s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this study,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an automobile power is
illustrate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CV that China faces are analyzed, and a top-level strategic design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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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为汽车与信息技术两大产业创新融合的代表，智能
网联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新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深度变革时期，作

生事物。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不仅在经济层面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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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通信、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

建立汽车核心部件的自主供应链，摆脱受制于人的

业升级，孕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还能通过与智能交

被动局面。

通系统的结合在社会层面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

（3）做强中国品牌，培育汽车工业界的世界标

总体上看，我国汽车产业已成为世界汽车产业

杆。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的表现，在于具备世界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汽车的智能化和网联化技术正
引起国际上新一轮的竞争 [1]。借助于新一代信息

影响力的汽车企业。因此，我们不但应该建成全球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智能网联汽车正在改写全球汽
车产业格局下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在这样

的自主品牌零部件企业。在汽车信息化、电子化发
展的今天，还应该培育出全球标杆性的 IT 企业巨

的产业变革中，中国汽车产业通过整合优势资源，

头。总之，就是需要打造一批中国汽车行业的“超

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协同创新，完全有望攻

级航空母舰”，形成全球影响力和竞争优势。

顶级的中国品牌整车企业，也应该培育出世界顶级

克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链条中的共性关键技术和难

（4）建设汽车社会的新型生态，抓住共享经济

题，并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在智能互联时代的发展方

发展机遇。目前汽车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向，实现由大到强的中国汽车梦。

方方面面，我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汽车工业的发
展，必须能够克服汽车保有量增加带来的交通安全、

二、汽车强国建设的本质内涵

交通拥堵、能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生态。因此，要发

随着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汽车工业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 2017 年 3 月，我国汽车

挥信息科技新时代未来汽车产品所具备的多行业多

保有量已经超过 2 亿辆；2016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达
到 2 800 万辆，连续 8 年位列世界第一，目前已经

业的做大做强带动相关行业的协同发展，完成制造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汽车大国 [2]。但不容回避的

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

领域深度交叉融合、产业链长的特点，通过汽车工
业转型升级，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工业体系，承

事实是我国在相关整车及部分关键零部件产品核心
技术尚不具备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一直无法避免
国外高端产品供应商技术垄断的局面 [3]，必须长

三、智能网联汽车对建设汽车强国的意义

期依赖进口或合资生产。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 40

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是未来汽车技术的

年来从先进技术、先进产品乃至先进制造装备都不

发展方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将成为中国

得不从国外引进，也没有培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两大战略机遇。借助于移动互

顶级企业，距离世界汽车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大

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

而不强，一直是中国汽车产业领域从业者的内心之

突破，智能网联汽车将成为可以安全、舒适、便捷

痛。建设世界汽车强国，不但是在新科技革命浪潮

移动的智能互联终端。研究表明，在智能汽车的初

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工业

级阶段，通过先进智能驾驶辅助技术有助于减少
50%~80% 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5]。而在智能汽车

体系自主可控的迫切需要。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的现状及问题，要建设汽车
强国，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4]。

的无人驾驶阶段，甚至可以完全避免交通事故，把

（1）建立跨界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世界

可以有效地加强车辆、道路和使用者三者之间的联

一流的创新能力。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形势下，抓

系，形成一种保障安全、提高效率、改善环境、节

住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发展的机遇，实现

约能源的综合运输系统，是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重

整车及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形成中国

要环节和构建绿色汽车社会的核心要素，其意义不

技术的领先优势。
（2）完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可控的产品供应

仅在于汽车产品与技术的升级，更有可能带来汽车
及相关产业全业态和价值链体系的重塑 [1]。

链体系。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产品开发能力，具备

在智能化时代，智能网联汽车是人工智能、物

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并通过制造业强基工程

人从驾驶过程中解放出来。同时，智能网联汽车还

联网、云计算、能源存储等高新技术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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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将打破汽车传统的产业链、技术链和价值

四、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面临的挑战

链，为我国汽车产业实现赶超提供重大机遇，还将
推动新技术持续创新突破与产业化，促进产业间深

进入 21 世纪以来，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新一代

度交叉融合，形成全新的、经济体量达万亿元级的、

智能交通系统的核心环节，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

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产业生态体系。据美国电气

视。纵观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情况，美、欧、日

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预测，21 世纪中叶前，
无人驾驶汽车将占据全球汽车保有量的 75%，智能

等国家和地区在汽车智能化、网联化领域拥有数十

网联汽车可能颠覆当前的汽车交通运输产业运作模
式。美国麦肯锡公司在其发布的“展望 2025：决定

零部件、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未来经济的 12 大颠覆技术”研究报告中，智能汽
车排名第六，并预估其在 2025 年的潜在经济影响

优势。近年来，我国在智能驾驶辅助技术的产品化

为 2 000 亿 ~19 000 亿美元 [5]。

进展，但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水

年的积累，尤其在核心芯片、先进传感系统、关键
体系、标准体系等方面，相比我国具有明显的先发
应用和高等级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智能网联汽车将不仅是下一代汽车产品，也是

平、关键零部件系统产业链基础还比较薄弱，产品

个性化需求和数据的收集终端和交互平台，更是全

和产业化发展相比发达国家总体上仍相对滞后。中

新的智能制造体系及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将为

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面临着严峻挑战，也存在着明

中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战略

显的短板。

支撑。其最终将使汽车由交通运输工具的概念转变
为移动生活空间和信息服务平台的概念，在交通领
域会引发共享汽车、先进公共交通系统等普遍盛行，

（一）尚未形成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国家战略
目前，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已经成为美、欧、日

轻拥有、重使用的共享汽车不但会改变人们出行的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以汽车智能化、网联

交通方式，而且会进一步引发汽车、交通和服务业

化发展带动传统汽车产业、信息通信产业、电子产业

的产业重构，助力形成汽车社会新的生活形态和共

的新格局已初步形成。而目前我国国家层面发展智能

享经济增长模式，进而形成新的汽车社会文明。同

网联汽车的顶层设计尚不清晰，导致发展方向难以聚

时，汽车产业庞大的用户群体、多种多样的使用环

焦，发展资源难以整合。部分企业还未认识到智能网

境，也将衍生出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大数据，从而

联汽车发展对汽车技术和产业的颠覆性变革作用，没

影响产业链条的重组、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和商业

有进行长远布局，发展资源投入不够。

模式的创新，由此整个汽车产业，将发生空前深度
和广度的颠覆性变化。传统汽车企业对产业链和价
值链的控制优势将受到巨大冲击，汽车产业价值链

（二）智能网联汽车跨界融合问题突出，缺乏统一
协调机制

逐渐向服务环节转移。在这一巨变过程中，智能网

智能网联汽车是车辆、通信、安全等技术交

联汽车作为未来的汽车产品形态，将处于中间枢纽

叉互通的新兴产物，跨界融合的特点明显。从产

和核心环节的地位。

业推动上来说，很难由单一行业或部门完成，亟

从基于“互联网 +”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国家

需从国家层面统筹发展规划，构建多部门协调推

战略提出，到以智能化、网联化、电气化为特征的

进 机 制， 形 成 统 一 的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技 术、 标 准、

新一代汽车产业和绿色智慧城市体系的发展规划，

法规的发展路线，聚集各界资源，协同攻关，从

中国第一次和美、欧、日等汽车发达国家和地区保

而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乃至智慧城市交通系统的快

持了同样的节奏。相比于传统汽车工业历史差距大、

速发展。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均组建了以政

被动跟随的局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汽车工业

府部门为核心的推动机构，并建立了全产业链推

实现全面超越、保持世界领先优势的强国梦想提供

进机制。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跨

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从这个角度来看，依托智

行业组织管理机构和统筹推进机制，汽车、信息

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建设世界汽车强国，具有长远而

科技、通信企业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合力，不利

深刻的战略意义。

于在新一轮全球汽车工业变革中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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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领域的自主技术基础还比
较薄弱

等国家战略的实现为导向，充分发挥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通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用户规模大、关键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车载视觉、激光雷达、毫米

技术自主可控、具备全球标准话语权的优势，以新

波雷达等高性能传感器、汽车电子器件、底层操作

能源汽车为载体，大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体

系统、专用芯片等关键基础零部件领域，目前核心

系构建、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及车联网产业应用。集

技术与产品主要被国外企业所垄断，我国自主企业

聚相关行业和领域的资源，突破智能网联汽车的关

自身掌握积累远远不够，长期依赖进口，存在对国

键技术、基础支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应

外依赖度过高、基础技术空心化严重等问题。自主

用平台技术、综合交通管理技术等自主的系统核心

零部件企业缺乏可持续的自主研发体系，国家尚未

技术。通过制造业强基工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

形成智能网联汽车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行业缺

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工程、跨行业大数据管运平台

乏有效协同研发机制而未形成合力。

建设工程等重点任务开展建立完善的工程化实现体
系。通过顶层统筹规划和系列化的实施策略，同时

（四）信息产业与汽车融合层次较浅

达到以“新能源 + 智能化 + 网联化 + 系统自主”为

中国虽有强大的互联网产业基础，但与汽车产

特征的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建立以“泛在互联 + 智

业的结合尚停留在信息服务、后市场等领域，未能

能交通 + 智慧城市 + 共享经济模式”为特征的新型

深入到汽车智能化和网联化的决策与控制的层面，

汽车社会生态目标。

也无法形成抱团参与国际竞争、掌握国际标准话语

该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围绕价值

权的局面。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尚未实现与汽车产

链配置资源链，整合资源链打造创新链，依托创新

业协同发展，汽车、通信、交通、互联网等领域的

链贯穿技术链，依据技术链布局产业链，统筹产业

跨行业融合式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建立。

链形成生态链。通过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和新型汽车
社会生态的建立，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协同进步和

（五）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加强
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对包括道路交通基础设
施、通信和网络基础设施以及不同基础设施间的互

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凸显汽车行业在国家总体
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建设汽车强国的战略
目标，具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联互通都有迫切需求。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投入
较大、回报周期长，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基础设施与

（二）建立跨界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

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为落后，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

智能网联汽车涉及汽车、通信、交通、信息技

的建设规划，这是制约智能网联汽车大规模应用的

术等不同产业，产业链长，技术领域众多，其发展

一个重要因素。

非某单一行业或单位实体可以完全承载。通过建立
跨界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可以有效地跨行业跨部

五、依托智能网联汽车的汽车强国战略设计

门统筹协调资源，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并通过智
能汽车相关领域关键技术的自主化突破拉动产业链

新时期建设汽车强国的核心任务，是以加快新

的全面布局，同时探索全新的产业形态与管理模式，

一代信息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为主线，紧抓国
家推进实施“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 +”等战略

承载和践行智能汽车强国发展战略。

的重要机遇，依托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加快汽

来新兴产业领域关键技术为目的，基于国家顶层设

车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

计和协同创新的原则，整合现有资源开展产业前瞻

汽车产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这需要多途径多路

技术、共性关键技术和跨行业融合性技术的研发，

线齐头并举，践行国家战略的实现。

通过产学研用协同合作的机制创新、原始创新、集

以解决智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空心化及探索未

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手段，实现产业在
（一）以国家战略为驱动，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
以能源利用、制造强国、人工智能、信息安全

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支撑技术的突破发展。推动
汽车企业与互联网企业交叉创新，重点攻克环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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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核心技术，促进传感器、

件因缺失核心技术而不得不依赖进口。在车载嵌入

车载终端、操作系统等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打通技

式系统、高精度导航平台、车联网通信和车载电子

术研发、转移扩散和产业化链条，形成以市场化机

装备等领域虽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基础，但竞

制为核心的成果转移扩散机制，帮助及支撑自主

争优势尚未形成。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尚不完

品牌企业在智能网联汽车全球竞争中占领技术制
高点。跨界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架构，如图 2

整，还没有具备世界影响力的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企
业巨头。

所示。

因此，需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通过统筹
规划、政策引导、公共服务等手段促进产业发展环

（三）构建自主产业链，培育“大”而“强”的自

境的建设，做好统筹推进的顶层设计，出台专项发

主品牌企业

展规划或指导政策，设立支撑产业发展的重大专项，

目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车载传感器、高端处

开展高速通信、数字地图、高精度定位、交通运行

理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及底层操作系统等关键零部

大数据应用平台等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层面的公共服

能源利用
国家战略

车辆关键技术
新能源
汽车

核心支撑技术

制造强国
国家战略
人工智能
国家战略

实现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

产业集群建设
制造业强基工程

智能网联
汽车

汽车强国战略

信息通信技术
大数据应用技术

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智能交通
系统

形成汽车社
会新生态

基础设施信息化
智能化交通管理

图1

智能通信

交通业

智能交通

科研院所

协同创新

信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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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示范效应

提升国家竞争能力

智能应用

图2

实现核心技术突破

建设新型产业生态

企业
ICT

数据平台

零部件企业

通信业

跨界融合

智能汽车

整车企业

制造业

建设汽车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

跨界融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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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和能力建设。在产业链条上，利用市场与资

其次，要结合 2022 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本手段，整合汽车、交通、互联网、通信等各产业，

会、雄安新区建设、智能道路与交通网络快速发展

结合我国互联网产业创新优势与汽车产业规模优

等重要契机，进行智能汽车产业应用推广。开展城

势，加快信息技术与汽车工业的融合发展，实现智

市与城际智能汽车示范应用工程、智能城市与智能

能网联汽车关键技术的快速商业化应用推广，走出

交通融合应用工程、一体化交通网络应用示范工程。

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 + 汽车”之路。结合我国

最后，要依靠我国在通信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以电动汽车为突破口实现智

方面的优势，借助我国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向

能网联汽车快速发展。结合我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智能车辆 + 智能交通

建设，发展自主的高精度定位与地图系统，实现智

+ 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打包的城市智能交通解决

能汽车产业自主可控发展。

方案，实现智能汽车产业相关领域的技术辐射和技

通过对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等产业链关
键环节技术创新的大力支持，以核心技术的突破

术输出，扩大产业技术影响力，实现“走出去”的
强国战略。

促进产品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升骨干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开展智能网联

六、结语

汽车领域整车及关键零部件自主化能力建设和自
主企业培育，推进建设零部件产业链并培育自主

建设汽车强国是以信息化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

品牌企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本援助等途径

变革时代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支持自主企业收购、兼并具有核心技术和品牌优

的必然选择。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多行业、多领域深

势的国外整车和零部件企业，逐步打造一批生产

度融合交叉的新一代汽车产品，将会催生一系列新

规模和经济体量大、技术研发能力强的中国自主

兴的产业形态、经济增长模式、新型汽车社会生态

品牌世界级智能网联汽车制造企业巨头，抢占未

及汽车社会文明，必将是建设汽车强国产业链条上

来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的核心节点。通过依托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进
行汽车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可以抢抓全球汽车产

（四）推进产业应用推广，形成中国智能网联汽车
的影响力
汽车强国的表现，不但包括汽车行业经济规模

业深度变革给我国带来的战略机遇，推动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
国的转变。

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也包括汽车产业
和文化对社会生态形成的导向，以及自主品牌企业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等。因此，我国需大力推进智能
网联汽车的产业应用推广，为智能汽车社会文明的
形成及扩大中国汽车工业的全球影响力做好基础支
撑工作。
首 先， 应 发 挥 中 央 和 地 方 政 府 的 协 同 作 用，
统筹调配资源，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应
用与产业发展为目的，结合智能道路、智能城市
建设，积极发展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区、
示范道路与示范城市，开展智能汽车在特定区域、
开放道路、城市内与城际间等不同场景的示范运
行与商业化应用。普及智能网联汽车知识，提升
公众认知度，开展智能汽车涉及的伦理等问题探
讨，宣传自主品牌智能汽车，为全面进入智能汽
车社会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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